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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专家]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用

戏 剧 点 燃 快 乐

的童年，打造不

一 样 的 班 级 德

育。浦东华林小

学 的 党 员 班 主

任罗丽惠，近日

被评上全市“ 十

佳”班主任，她最擅长的就是用戏剧

梦想，为孩子们点缀了不一样的童年

生活。

“ 我们的墙壁会说话”
走进罗老师的班级，你会觉得走

进了一个童话剧的世界，她总是带着

学生们，用自己的创意和设计，使得

原本平凡无奇的教室环境变成灵动

而富有童趣的舞台。

每当开学初，她会巧用戏剧布景

的元素，安排学生分工合作，设计教

室的环境布置，让教室的每一堵墙都

会“ 说话”。“ 七彩乐园”、“ 班级小

当家”、“ 争章乐园”、“ 知心墙”、

“ 品书阁”等栏目，通过不同的展示

形式，激发了学生的热情，敞开了学

生的心扉，展露了学生的风采。

创意主题墙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一个栏目了，罗老师会聚焦教育热

点，紧跟学校德育活动要求，融合戏

剧元素，引导学生们一起进行有主

题、有创意、有效果的静态宣传秀。当

学校开展戏剧节活动时，她便带领学

生一起绘制喜爱的卡通人物角色，用

图文并茂的简介布置了一堵“ 我和卡

通人物面对面” 的主题墙；当评选

“ 表情监督员”活动开展时，她又带

领学生用相机记录下身边最美的笑

脸，展示了一堵“ 比比谁的微笑最动

人”的主题墙⋯⋯

一边演戏一边进行德育
小学生的德育工作，并不好做。

单纯的说教孩子不愿意听，也不会接

受。罗老师的“ 戏剧德育课”成为孩

子们最爱上的课之一。

201 1 年，罗老师新接了一个一

年级班级，契合两个德育课题，她设

计了一个关于行为习惯养成的“ 5A好

习惯养成计划”，通过各种体验式的

活动让学生努力做到五个好———作

业习惯好、珍惜时间好、友善交往好、

文明用餐好、讲究卫生好。

一年级同学不懂合理安排好时

间，她设计了一堂主题为《 我和时间

交朋友》的戏剧德育课，一个“ 磨叽

叽”的人物角色，将学生日常出现的

各类时间安排问题用生活情境的方

式呈现。同学们和罗老师边玩边演，

边思边改，很快领悟了时间的重要

性，学会了调整了各自的学习生活

安排。

罗老师又发现学生普遍存在理

书包的问题，而且问题的症结并不

是学生不了解书包的功能，而在于

习惯没养成。她又设计了一堂主题

为《 养成整理书包好习惯》的戏剧

德育课，利用一个聪明而又做事糊

涂的儿童角色“ 胡图图”的故事，带

着学生们一起“ 照镜子”，找出自身

整理书包的问题，当堂进行整理书

包的能力训练，学生问题很快得以

解决。

耐心地行走在童心世界
罗老师一直坚信，只有在快乐的

体验中，孩子才会成长，因而她总是

用各种戏剧活动帮助学生获得一种

感受，明白一种道理，养成一种品质，

学会一种本领。

为了让学生们减缓学业的压力，

放松心情，罗老师经常带领学生在操

场上、教室里进行各种有趣的戏剧游

戏。“ 我是气球”让学生学会解放自

我，“ 抢凳子” 锻炼学生的注意力，

“ 我是一根羽毛”让学生翱翔于想象

的世界，“ 蹲跑跳” 训练学生的行动

敏捷性⋯⋯就是这样五花八门的戏

剧游戏，学生们乐此不疲，欢笑声时

时洋溢在罗老师的班级中。

“ 我把每一个孩子当成了一本本

童话故事书，不断地细细品读。”罗

老师说，作为班主任，她所做的就是

耐心地行走在童心的世界。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随

着天气变热，一

年 一 度 的 夏 季

用 电 高 峰 即 将

到来。而作为与用电客户直接打交道

的部门，张骋和他的营销部又将迎来

新一轮的考验。

张骋是上海电力公司浦东供电

公司营销部常务副主任。营销部除了

要完成一定的售电量外，每月的抄

表、收费以及居民的投诉、诉求等都

是营销部的职责范围，“ 简单地说，营

销部就是电力部门面向客户的窗口，

是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部门。”

去年七八月酷热难当。北蔡一居

民对上个月的电费电量提出疑问。下

班后，张骋和同事一起来到了北蔡，

但这位居民下班后却没直接回家，且

电话始终没人接。等到晚上9点多，居

民回来发现他俩很吃惊。最终在张骋

详细解释下，他接受了“ 家中电费的

波动是由于阶梯电价政策的原因，与

表计计量、电费计算等没有关系”的

说法。

除了为居民答疑解惑，张骋所在

的营销部还肩负着与各部门联动及时

处理突发事件的责任。比如，遇到突发

情况电杆受到外力破坏被撞断，在运

检部门及时派人修复的同时，营销部

门要及时把停电时间、维修情况等信

息及时告知受影响的客户，如果遇到

受影响的区域正好有学校、养老院等

必须维持电力供应的情况，营销部还

要协调调度发电车前往，为客户救急。

面对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

张骋和同事们也做好了随时为客户

服务的准备。

小学老师用戏剧开展德育

“ 孩子是童话书值得耐心品读”

他们随时为居民答疑解惑

有网友开始无奈地拉黑部分微信朋友。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掏出手机，打开锁屏，点

开微信，指尖一划，进入了一个图文

并茂的世界———这就是微信的朋友

圈。然而，越来越杂的朋友圈也令人

纠结不堪，越发担心被“ 好友”的身

份“ 绑架”。有些人不愿在“ 真”

“ 假” 混杂的朋友们面前全然暴露，

也不想整天看到各种吐槽、广告、心

灵鸡汤，纷纷选择了“ 屏蔽”这种自

我保护的方式。“ 屏蔽”功能让一些

网友感到不安，而心理专家则开解，

网络是开放的，圈子需要私密。屏蔽

或者被屏蔽都无需太介怀。

腻烦没营养的段子
一怒之下拉黑微信好友

“ 五个馒头的故事，最近很火，

你听说了吗？”“ 很短的一个小故事，

让你看透人生的意义”“ 一部获得了

全世界1 02个奖项的短片《 人性》

（ 震撼心灵）”⋯⋯在大多数使用微

信的市民眼中，以上文字一定有些似

曾相识。这些看似充满“ 正能量”的

心灵鸡汤，如今充斥在微信朋友圈

中，却早已让很多人厌倦不已。

前天一大早，还未及洗漱的马先

生就屏蔽朋友圈内一个关系普通的同

行，“ 一连五六条，一大早被她的心灵

鸡汤刷屏，一怒下就直接拉黑她，不让

她看我的朋友圈，也不看她的朋友

圈。”马先生最反感的就是朋友圈的

心灵鸡汤，“ 每天都是这些没营养的

段子，转发来转发去，看多了简直让人

恶心。”他已经因此屏蔽了好几个人，

“ 看朋友圈只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近

况，与亲朋好友们保持联系，谁愿意一

天读好几遍马云的奋斗史，看几十条

乔布斯给年轻人的忠告？”

不要看你的自恋照
朋友圈不是“ 营销舞台”

马先生腻烦转发狂人，驴友郭小

姐则抓狂自拍狂人。

昨天郭小姐又屏蔽了一位朋友。

“ 点开朋友，整屏全是她的自拍脑残

照。长得漂亮还说得过去，就当养养

眼，偏偏长相还挺抱歉，全靠浓妆、美

瞳装点门面。不仅自恋，而且还影响

手机的流量。”郭小姐直言不讳，“ 我

不仅屏蔽了她，还把一些经常发自拍

照的好友一起屏蔽了。每天刷新微

信，看到的都是那几张熟悉得不能再

熟悉的面孔，浓妆艳抹，有点厌烦了，

而且还会影响微信的加载能力，占用

大量缓存。”

而另一种令很多网友厌烦的人，

则是把朋友圈当淘宝的广告狂人。

“ 卖包卖鞋的，欧美代购大牌包包化

妆品的，甚至帮朋友推销店铺商品

的，微信朋友圈里出售的商品种类越

来越多，好好的一个社交平台，快要

变成购物网站了。”

发现自己被屏蔽
有网友坦言“ 很不是滋味”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在微信“ 朋

友圈”的屏蔽中，有两个选择，“ 不让

他(她)看我的朋友圈”和“ 不看他(她)

的朋友圈”。而“ 朋友圈”内容易被

屏蔽的朋友主要有“ 九大派”：广告

刷屏派、心灵鸡汤励志派、集满点赞

送礼派、偏方秘方养生派、45度嘟嘴

自拍派、新晋父母晒娃派、亲友海外

代购派、吃吃喝喝展示派和孤单寂寞

文艺派。

屏蔽功能的出现让一些网友感

到不安。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大多数

介怀的主要是“ 不让他（ 她）看我的

朋友圈”这一屏蔽选项，有不少网友

认为，既然双方是朋友，且加了好友，

那就不应该把“ 朋友圈”屏蔽起来不

让对方看。“ 如果点进‘ 个人相册’

一看，啥图片都没有只剩一条黑线，

那肯定是对我屏蔽了，知道的时候会

很不舒服，大家是朋友，为什么要遮

遮掩掩的？”

满屏的心灵鸡汤、自拍照、营销广告你厌倦了吗？

有“ 低头族”开始屏蔽微信朋友

国家心理二级咨询师顾先生认

为，网友不必太在意朋友圈的这种微

妙关系。“ 成为‘ 朋友圈’的人却未

必全是朋友，有些是在无奈情况下加

的，有些是生意的需要，把朋友圈作

为一种联系工具⋯⋯很多时候，成为

‘ 网络朋友’是情非得已。而且有些

时候，每个人对朋友圈的定位也有不

同，因此朋友发的内容也未必就是你

想要知道的，有些东西可能是让你讨

厌的，因此屏蔽或者被屏蔽都是理所

当然的。”顾先生表示。

网络朋友微妙关系不必太在意


